【小組查經材料】

使徒行傳系列 11

─ 〝福音使者─腓利”

2007 年四月 20、21 日

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(徒 8：1)，門徒被趕出耶路撒冷的安樂窩，逃到
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，一路上將福音隨走隨傳，使許多的靈魂得救，這

第一時段：歡迎你來
* 請準備簡單、輕鬆、活潑的遊戲，讓身心疲憊的組員，能打開心門，預
備心來敬拜讚美主。約 15 分鐘。

真是〝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。〞(羅 8：28)
二、 傳福音的使者─腓利(8：26-40)：

第二時段：敬拜讚美
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，把人帶到主的寶座前，帶下神的同在。約 20 分鐘
小組長在此時段裡，帶領、鼓勵大家順從聖靈的感動說出勸勉 、安慰 、
造就的話。每次有人分享完後，都需要由小組長來回應，可以為神的應許
來感謝讚美主，為有需要的一起同聲開口禱告，或其他方式。

1. 常常被聖靈充滿(6：3)：
腓利是那七位有好名聲，被聖靈充滿，智慧充足的執事之一，他忠
心的管理飯食，好讓使徒們可以專心以祈禱、傳道為事(徒 6：5)。
腓利四處傳講基督，並行神蹟，許多人就同心合意的聽信福音(徒 8：
5-6)。一個服事神、傳主福音的人，不但要被聖靈充滿，更是要常

第三時段：禱告服事
接下來這時段可以就地分幾個 3 人小組，為(一)小組認領的宣教單位禱
告。(二)為教會的事工，可參閱主日週報。(三)為個人需要，新來賓，病
痛者等祝福禱告。最後小組長做結束禱告。約 20 分鐘。

被聖靈充滿，滿有聖靈，活出生活的好見證，成為世上的光和鹽。(太
5：13-14)
2. 順從聖靈的帶領(8：26-27)：
天使向腓利說「起來！向南走，往耶路撒冷向迦薩的路上去」
。從耶

第四時段：話語分享
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，約 35 分鐘。
(請小組長將此講義預先印好，在聚會時分發給組員，然後請組員輪流
把課程內容讀一遍。)

本週主題：“福音使者─腓利” 經文：使徒行傳 8：26 –40
背誦經文：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；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
宣傳福音，直到該撒利亞。

提反為主殉道，使他所流的鮮血成為教會興旺的福音種子；神也允許耶

(徒 8：40)

(請把此經文讀三遍，背記下來)

路撒冷山上，經希伯崙再往下走到海邊，大約有一百公里遠，並且
途中要經過人跡罕至的曠野才能到達地中海邊的迦薩。天使有沒有
弄錯？在烈日下跑到那麼遠的曠野去作甚麼？然而腓利是一個順從
聖靈的人，聽從天使的話，神就在曠野裡給他預備了一個結果子機
會。
3. 貼近需要的人(8：29)：
腓利不但能聆聽聖靈聲音，也能貼近那人。我們要對一個人傳福音，
就必須「貼近」那人，與他親近來往，取得他的好感與信任。保羅

課程內容：

說〝我向甚麼樣的人，我就作甚麼樣的人，無論如何，總要救些人〞

請把使徒行傳 8：26 – 40 節輪流讀一遍。
一、 萬事都互相效力：

(林前 9：22)。
4. 能敏感人心裡的需要(8：30-31)：

當主耶穌復活之後，向門徒們頒布了大使命，要他們去使萬民作主的門
徒(太 28：19)；甚至在升天之前，又再次地命令他們〝要在耶路撒冷、
猶太全地、和撒馬利亞、直到地極，作主的見證。〞(徒 1：8)神允許司
【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】

在車輪滾動壓在石子路上的吵雜的環境下，腓利用心地聽見埃提阿
伯的太監正在念以賽亞書，他聽見了太監心裡的渴慕與需要。他找
到福音的切入點，於是他問太監〝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嗎？〞有多少
【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】

時候，我們都是在聽環境的吵雜聲，以致沒有聽到聖靈的聲音、配

問題討論：
1. 為何神要腓利放下在撒瑪利亞中興旺的事奉(參徒 8：5-8)，到曠野無

偶的心聲、以及靈魂的吶喊聲。
5. 熟悉聖經和福音的內容(8：30-35)：

人之處去？這對你的服事有什麼幫助沒有？

他熟讀聖經，以至於當太監在唸的時候，他馬上就知道這段經文是

2. 請描述腓利與太監相遇之經過，及腓力個人佈道的方法？

出自以賽亞書。他就開口從這經上對太監傳講耶穌基督，指明耶穌

3. 腓利傳福音的秘訣是什麼？哪些是你已有的？哪些是你要加強的？

基督是應驗舊約預言的那一位，他忍受不公平的審判，義的代替不

4. 你對腓利一生的整體印象是什麼？有什麼值得你效法學習的？

義的，成為神的羔羊，被牽到宰殺之地，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、

5. 埃提阿伯的太監為什麼會歡歡喜喜的走路？這對你傳福音的動力有

被埋葬，死亡並不能將祂捆鎖，三天後祂從死裡復活，勝過罪和死
亡。你當知道釘在十字架的耶穌，神已經立他為主、為基督了，你
要悔改奉耶穌的名受洗，叫你的罪得赦(徒 2：36)。耶穌曾說〝你們

什麼幫助沒有？
6. 談談你向人傳福音的經歷？或有什麼困難使你不敢向人傳福音，如何
勝過呢？

查考聖經，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；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。〞(約
5：39)要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就不能不熟讀聖經，而福音的內
容就是神的兒子，耶穌基督(可 1：1)。
6. 得救的喜樂(8：36-39)：

活出神的話：
1. 把徒 8：40 讀三遍把它背記下來，彼此對背。下次聚會時，再找個人背
給他聽。

藉由福音的使者腓利，讓這位大有權勢又渴慕神的太監，可以信而

2. 禱告：感謝主耶穌基督，謝謝祢藉著腓利，這個福音使者，讓我們看到

受洗。當他從水裡上來，看見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，雖然傳福音的

他的腳蹤何等的佳美，因他是這樣的深愛著祢，一生執行祢大使命的託

腓利不在了，但他卻得著福音中的主，並聖靈中的喜樂與能力。所

付，讓我們也能學習他的榜樣，遵行祢的話語，一生服事祢，也要成為

以，他就歡歡喜喜的上路了，他得到一個新的生命，他心中充滿了

傳祢福音的使者。

主的喜樂，這樣歡歡喜喜的走路的人，是不能不與人分享他所發現
的喜樂的，我們可以看到另一位福音使者又誕生了。
7. 福音使者的腳蹤 (8：40)：
〝報福音、傳喜信的人，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。〞(羅 10：15)腓利

下週預備工作：
1. 先把使徒行傳 9：1-20 讀幾遍，並做筆記。
2. 請於本週內，常用此經文禱告，求主給你傳福音的機會並邀請新朋友到
小組聚會，下次聚會時分享結果。

傳福音的工作，並沒有就此停止，他在亞鎖都各城宣傳福音，並沿
著地中海東岸往北傳福音，最後定居在該撒利亞；他的佈道工作很

教會近期事工與活動：

可能就集中在該撒利亞一帶地方，前後長達 20 多年，人稱他為傳福

1. 4/22(主日) 社服義工報名，請參閱社服義工資料(見下頁)，並請小組長

音的腓利。他建立家庭，也帶領他的四個女兒忠心地服事神(參徒

在聚會時鼓勵組員踴躍參與。

21：8-9)。如同約書亞所說的〝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事奉耶和

2. 4/28 (六) 7am 區牧月會，小組長月會 9am 早餐，9:30am 月會

華。〞腓利一生成為神所使用的器皿，他也教導出敬虔的後裔成為

3. 4/29(主日) 2：30 pm 按牧禮。

神所使用的器皿。
【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】

4. 5/26-28 恩愛夫婦營。
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

成為照亮城市的義工― 一個月只花兩小時！
長期義工：
1. 生命河靈糧堂 ― 長者交通接送，週六/週日上午
負責人：
2. 防癌協會北加華人分會 ― 載送癌症病患往返醫院，週間
負責人：歐盈全 yingcou@yahoo.com,
408-739-1681
3. Cupertino Community Services 食物分裝義工，週間上午
負責人：鄧翠華 tracyteng2001@yahoo.com, 510-364-7479
4. Cupertino Community Services 領取超市捐贈食物，週間清早，以弟兄為佳
負責人：趙志偉 cchao@juniper.net,
408-421-4979
5. CityServe/Compassion Network 東區跨教會社區服務
負責人：吳文輝 swu4us@gmail.com, 510-673-7648
6. 免費協助低收入家庭報稅，需接受 IRS 訓練，每年二至四月週日下午
負責人：武建國 twoockw@yahoo.com, 408-441-0659
一次性義工：
1. 矽谷住房援助中心，集體為 Santa Clara 低收入家庭建屋，夏季一個週六
負責人：Patrick Nolan Patrick.l.nolan@lmco.com,
408-687-9235
2.

Cupertino 防癌義走及募款，7/28-29/2007
負責人：王光生 stevewang@rolcc.net,
408-260-0257 x 110

3.

華人防癌划龍舟及募款， 8/18-19/2007
負責人：張立夫 lifu_chang2002@yahoo.com, 408-370-2194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報名回條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填好後請撕下擲入奉獻袋
□ 長者交通接送
□ 領取超市捐贈食物
□ Santa Clara 建屋

□ 載送癌症病患
□ 東區社服
□ 防癌義走

□ 食物分裝 ○8-10am; ○10-12pm
□ 免費低收入報稅
□ 防癌划龍舟

歡迎多選，有問題請直接與各事工負責人聯絡。
姓名（英文）__________________

（中文）_____________________

E-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所屬小組/牧區__________________

